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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消息 

一、 106 年第 3 次研商會議紀錄 

「全民健康保險醫療給付費用門診透析預算研商議事會議」106 年第 3次會議紀錄 

https://www.nhi.gov.tw/Content_List.aspx?n=E21C58374F7EE37D&topn=D39

E2B72B0BDFA15  
 

 106 年度會費繳交 

 台灣基層透析協會統一編號：29200695 

常年會費 

院所負責醫師 10000 元 

非負責醫師 1000 元 

醫院會友 1000 元 

 

 學術專欄 

高（低）通透性人工腎臟清除率 

新鴻遠診所 張智鴻醫師 

Acta Nephrologica 31(1): 11-14, 2017 

Improve Urea Clearance Using Low-Flux Dialyzers in Eighteen Chronic 

Hemodialysis Patients -- A Short Communication 

Che-Yi Chou¹·²·³, Chih-Chia Liang¹·², Li-Ping Hsieh¹, Pao-Hsia Chang³·⁴, Yu-Ling Chen³·⁴, 

Fen-Fang Li¹, Yueh-Chun Tseng¹, Chiz-Tzung Chang¹·², Chiu-Ching Huang¹·² 
 

繳費方式 

郵政劃撥 
戶名：台灣基層透析協會 
帳號：５０２６５６１４ 

銀行匯款或 ATM 轉帳 

戶名：台灣基層透析協會 
匯入行庫：合作金庫 台大分行  

      (銀行代碼：006，分行代碼：1346) 
帳號：1346-717-033598 

腎臟腎臟病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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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Division of Nephrology, Kidney Institute,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Hospital,  

   Taichung, Taiwan 

²：College of Medicine,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Taichung, Taiwan 

³：Division of Nephrology, Asia University Hospital, Taichung, Taiwan 

⁴：Division of Nephrology,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and Beigang Hospital,  

   Yunlin, Taiwan 
 

這一期台腎雜誌這一篇文章讓我仔細看完它，根據作者在 high flux FX100 大膜面積

人工腎臟洗不到應有的 URR，改成 low flux F7HPS 膜面積較小人工腎臟，竟然 URR

就及格了。作者有做每一小時抽 bun檢查，發現最後一小時（第四小時內），FX100

患者 bun沒有愈來愈低。 
 

這真是太神奇了，作者討論：可能是 FX100 系列較易 clot，造成清除率不足或是這

一批 FX100品質不穩。 
 

然而，這樣的結果會推翻目前以 high flux 人工腎臟當作主流的透析操作嗎？high 

flux 還是有心管或是降低發炎性優點存在的。 
 

 106 年度已繳納「院所負責醫師一萬元會費」名單 

目前已累計 264家院所繳納一萬元會費，請尚未繳納之院所務必繳納，讓協會能夠

維持會務運作，繼續為透析院所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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